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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今日上
午， 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
员部署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
许达哲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全
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努力打造一
支党和人民信得过、 靠得住、能
放心的政法铁军，为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保驾护航。

省领导李殿勋、吴桂英、叶
红专、彭国甫、许显辉、易鹏飞，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晓颖出
席会议或出席分会场会议。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

许达哲指出， 开展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 是坚持党对政法工作
绝对领导、 确保政法队伍绝对
忠诚纯洁可靠的必然要求，是
适应新发展阶段形势任务、更
好肩负职责使命的必然要求，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满足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
求，是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推
进政法队伍自我革命的必然要
求。 我们要深刻认识开展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
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许达哲强调， 要准确把握
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推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各环节工作落
细落实落地。 要坚持以学习教
育为先导， 突出政治性、 警示
性、持续性抓学习教育，以学促
查、以学促改、边学边改，夯实
永葆忠诚纯洁可靠本色的思想
根基； 要坚持以查究整改为关
键，坚持把自查自纠挺在前，坚

决把组织查处做到位， 坚定把
专项整治抓到底， 坚决清除害
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要坚持
以总结提升促长效， 着眼目标
管理强化效果评估， 着眼长效
长治强化建章立制， 切实巩固
和拓展教育整顿成果。

省委将派出
14个省级驻点指导组

许达哲强调， 要加强组织
领导， 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好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 要落实领导
责任。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
合、形成合力；市县两级党委要
扛牢主体责任； 各级党委政法
委和政法单位党组（党委）要承
担直接责任； 各级有关部门要
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效能。要
强化督导指导。省委将派出14
个市级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级
驻点指导组， 各指导组要加强
同各级党委的沟通衔接， 深入
细致做好指导协调、 督查督办
等工作。要把握政策策略。既抓
末端、治已病，又抓前端、治未
病，依纪依法用好“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政策，延伸运用以往
专项整治成果，做到真改实改、
应改尽改。要加强宣传引导。牢
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 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 树立好维护好
政法队伍良好形象。 要做好结
合文章。 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同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紧密结合起来， 同政法系统
教学练战一体化培训和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同
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结合起来，以
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 网络安靖的实际成效检
验教育整顿成果。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 各市州相关负责同志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当下， 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大
家消遣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然
而，一些“神医”又开始盯上了这个
市场并开始疯狂表演， 污染了平
台更值得警惕。 在视频平台上劲
爆表演的“神医”并非医生，更非来
自医学世家，不过是一群“群演”在
按剧本演戏而已。 (3月1日新华
社）

“神医”现象可谓是层出不穷，
同时“神医”们活跃的平台也在不
断变化， 以前是活跃在传统媒体
平台，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他们
开始转移阵地，占据短视频平台，
通过录制小视频欺骗大众。

“神医”现象始终不绝，与普通

民众的科学知识欠缺相关， 一些
人喜欢听信所谓的“秘方”“偏方”，
相信医疗科学范围外的“奇迹”，或
者是想养生保健却又图省事，“神
医”们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有的
放矢地进行理论炮制， 有的鼓吹
“长生不老”， 有的话说“神秘偏
方”，有的宣讲“健康知识”，有的推
介“高新科技”。说到底，最终目的
都是在推广所谓的“新科技保健
品”。

孕育“神医”的土壤一直存
在， 除了人们自身医学知识缺
乏、存在盲从心理之外，现实中
还有两个重要“推手”。一是利益
推手。对于一些人来说，进医院

的费用高于从“神医”们手中购
买药物或保健品的费用，出于图
便宜的心理，他们会选择到“神
医”那里去碰运气。而“神医”们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迎合人们希
望看病便宜些、容易些的需求，纷
纷推出绿豆等价廉“管用”的“药
物”，打出看照片等“疗法”，一时
之间颇能迷惑人。二是炒作推手。
每一个“神医”，都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往往有一帮人、一些媒体在
为其抬轿子、四处吆喝。尤其是现
代传媒、网络如此发达，包装手段
如此丰富， 昨天还默默无闻的
人，上了几期节目，搞了几次访
谈，就会一夜之间火了，再加上

如今短视频备受追捧，与手机用
户的黏性极强，借着这些媒体平
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神医”们
的市场会迅速扩展，其负面效应
也会空前放大。

实际上，层出不穷的“神医门”
与法律制度存在缺失有关。 目前
我国法律虽然对无证行医做了禁
止性规定，但是对这种毫无职业道
德、大吹牛皮的“神医”如何禁止和
处罚，并没有专门规定。法律的缺
陷让一些人钻了空子。因此，治理
“神医现象”，迫切需要完善法律规
定，扎紧法律制度的“篱笆”，切实
加大打击力度，不给以牟取暴利为
目的的各种养生机构和“神医”可

乘之机，用法律的铁拳把“神医”们
打回原形。尤其是对网络上的这些
“神医”营销号，必须进行清理，平
台方也须负起责来，若放任虚假治
疗信息传播，监管部门应对平台连
带处罚。只有将“神医”们的行骗成
本提升， 同时加强平台方的责任，
才能真正净化网络信息。

归根到底，治理“神医”，还需
形成合力。 公众需要提高科学素
质，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责，建立防
假打假机制， 科学家们平时做好
科普工作， 关键时刻敢于出来说
话。大家齐努力，“神医”滋生发展
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用法治剥开视频平台上的“神医”面纱

许达哲在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抓紧抓好教育整顿，努力打造政法铁军

本报3月2日讯 今天下午，省
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和关于
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
究部署真抓实干督查激励措施、打
造“三个高地”、食品安全、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绿色建筑发展、治理
超限超载等工作。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取
得的伟大成就和意义， 深刻领悟、
创造性用好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大力弘扬、切实践行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实施“三高四
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披坚
执锐、勇立新功。

会议强调，统计是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的重要依据。要以数据质量
为根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 以依法统计为保
障，切实提高统计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要扎实做好统计督察各项准备
工作。

会议原则通过省政府2021年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措施。 会议指
出，要注重导向性、维护权威性、体
现约束性，突出激励重点，严格公
正考评，完善奖罚机制，积极争取
国务院激励支持，激发各地干事创
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
工作落地落实。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打造“三
个高地”促进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方案》。会议强调，打造“三个高
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发展锚
定的新坐标、明确的新定位。要突
出工作重点，落实项目抓手，完善
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抓住企
业、产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四个
着力点”，围绕抢占产业、技术、人
才和平台“四个制高点”，抓住“两
端、两有、两带动、一环境”四个关
键点，加速谋划、推进、实施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全力落实好“八大工
程”“七大计划”“九大行动”， 确保
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象。

会议听取关于全省食品安全
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严守安全底线，强化
源头治理，坚持管服并重，把“四个
最严”要求贯彻落实到食品安全全
链条、全过程，努力让人民群众吃
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会议原则同意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严格按照国家接种目标
和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统筹
协调，强化安全管理，强化工作保
障，充分调动资源，优化接种点设
置，规范接种流程，加强人员培训，
防控化解疫苗使用环节安全风险，
确保严格规范有序接种。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绿色建
筑发展条例（草案）》《湖南省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草
案）》。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湘江产业
投资基金设立方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孙敏坚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打造“三个高地”等工作

加速谋划推进实施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3月2日， 市民在欣赏民
乐合奏。当天，为期6天的长
沙市“百村千场文化进万家”
惠民演出活动在长沙市非遗
馆开幕。 市民朋友可免费欣
赏到杂技、川剧变脸、民乐合
奏、花鼓戏、湘剧、长沙弹词、
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
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徐行 摄

百村千场文化
进万家


